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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凌晨 4时许,�松

桃县蓼皋镇平块社区因强降雨发

生内涝，多家住户被困。 消防紧急

疏散转移出被困的 20名村民。

据介绍， 连续的强降雨导致

位于松桃县蓼皋镇人民银行旁一

居民楼发生内涝，20 名村民被困。

接到报警后， 当地消防官兵立即

赶赴事故现场。

现场居民楼内涝的积水量已

将一楼完全覆盖， 情况十分危急。

据了解， 共有 20名村民住所被洪

水围困，现场水深约 3 米，村民无

法撤离。

救援官兵在穿戴好防护装备

后， 乘坐橡皮艇挨家挨户查找被

困群众，经过 2 个小时的救援，将

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据一名救援消防官兵称，当

时洪水较深，巷子很窄，橡皮艇无

法进入， 他只好让老人骑在他肩

膀上， 一步一步淌着洪水将老人

扛出安全地带。

目前， 村民已经全部安全转

移，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

（张鸿 田龙 本报记者 简冰冰）

据气象部门监测，8 月 11 日 08

时至 12 日 07 时， 我省出现特大暴

雨，最大雨量达 234.2毫米。

其中，贵阳市共出现 11 站大暴

雨，最大雨量为白云蓬莱展示园，达

到 136.3毫米。 45站出现暴雨，均在

我市中部及以西以北地区。 另外还

有 61站大雨，36站中雨。

目前强降雨云团主要位于安顺

市西部北部、黔南州北部、黔东南州

北部，未来将缓慢东移南压。 气象部

门预计，昨日夜间到今日白天，我省

中部偏东偏南一线地区阴天有阵雨

或雷雨，雨量大雨或暴雨，局部大暴

雨，省内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今日

夜间到明日白天， 我省南部地区有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区阵雨

转多云。 李思苑

本报讯 8 月 11 日至 12 日，贵

州多地普降大到暴雨。

据气象部门监测，8 月 11 日 8

时至昨日 7 时， 全省共出现特大暴

雨 3 乡镇（松桃县平头镇 234.2 毫

米、 大坪场镇 219.8 毫米、 长坪乡

201.7 毫米），大暴雨 1 县城（松桃

136.1 毫米）33 乡镇， 暴雨 7 县城

117 乡镇， 大雨 16 县城 316 乡镇。

大雨以上降水落区集中在贵阳市中

北部、铜仁市、遵义市中南部、毕节

市中东部、 安顺市北部、 黔南州北

部、黔东南州南部。

“这轮强降水正好覆盖前期出

现旱情的铜仁、 遵义和黔东南 3 市

（州），这些地区的旱情被雨水‘冲

走’了。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相关人士介绍。

昨日下午， 省防指再次发布防

汛预警：昨日夜间至今日白天，省的

南部和东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

雨， 其中铜仁市东部、 黔东南州大

部、黔南州中南部、安顺市中南部、

六盘水市东部及黔西南州东北部有

大雨或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余地

区有阵雨。受降雨影响，上述地区中

小河流可能发生中小洪水， 河道水

位变幅 1 至 5 米， 部分溪流可能发

生山洪或泥石流。

省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加

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防御和塘

库安全度汛， 强化应急值守和监测

巡查排险力度， 及时组织危险区域

群众转移避险，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 （本报记者）

贵州多地再遭暴雨袭击

省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加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防御和塘库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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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部门预计：

今明两日

我省南部有暴雨

本报讯 受强降水影响，8 月 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我省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预警范围比前一日大幅增

加。8月 12日下午，省国土和气象部

门对 34 个县（市、区）发布地灾橙

色预警，对 25 个县市区发布黄色预

警。

具体为：8 月 12 日 20:00———

13日 20:00，

橙色预警县市区为：铜仁市（含

碧江、江口、思南等 10 个县区）、岑

巩、镇远、施秉、黄平、天柱、三穗、台

江、剑河、锦屏、黎平、从江、榕江、雷

山、丹寨、都匀、三都、独山、罗甸、六

枝、镇宁、关岭、紫云、晴隆、望谟。

黄色预警县市区为： 凤冈、湄

潭、余庆、凯里、麻江、瓮安、福泉、贵

定、平塘、荔波、龙里、观山湖、白云、

乌当、清镇、息烽、修文、西秀、普定、

水城、盘州、兴仁、安龙、册亨、普安。

省国土和气象部门特别提醒，

上述各地极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 请积极做好监测与

防范。 （本报记者）

我省 34区县发布橙色预警

本报讯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布停气公告称，因燃气施工作

业，8月 13日（周日）、15日（周二）

和 16日（周三）， 将先后对宝山北

路、 林城东路等近 20个路段区域实

施停气作业， 请广大居民关好阀门，

并保持开窗通风。

具体停气时间、 作业地点和停

气路段为：

1. �8 月 13 日 13:00—16:00，

西湖路铸管改造工程， 作业地点观

水路，宝山北路、宝山南路中段、中

山东路、观水路、东新路等路段用户

停气；

2. �8 月 15 日 13:30—16:00，

长岭北路增设阀门， 作业地点长岭

北路，万丽酒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中天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林城东路

等路段用户停气；

3. �8 月 16 日 14:00—16:00，

作业地点瑞金中路， 贵惠路、 瑞金

路、都司路一段、贵溪大道、花溪大

道等路段用户停气。

贵州燃气集团提醒， 以上计划

若有变动， 以集团客户服务中心

（96977）发布的信息为准。

（本报记者）

洪水围困村民

消防紧急救援

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范围比前一日大幅增加

贵州燃气集团发布停气公告

本报讯 “8” 代表轮椅、“11”

象征双拐……今年 8 月 11 日是第

八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 主题是

“参加康复，融入社会” ，记者从省

市肢残人协会举行的座谈会上了解

到，贵州肢残人员中，约 4成以上有

康复需求。

当天， 省市肢协和省市残联相

关负责人， 全省各市州肢协代表和

贵阳市各区（县、市）肢残代表等会

聚一堂，共话康复和发展。大会还向

10 名脊髓损伤类重度肢残人每人

发放 200元慰问金和健身器材。

“康复一直是肢残人工作的永

恒主题，是残疾人接受教育、参加就业

等各项目标的基础条件。 ”省肢协负

责人说，广泛开展康复活动，可以进一

步改善广大残疾人生活与工作状况，

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共奔小康。

（本报记者）

消防官兵用皮艇疏散被困村民

消防官兵用皮艇疏散被困村民

消防官兵背着老人到安全地带

康复肢残人士

更好融入社会


